
ZHENGZHOU DAILY 112018年8月10日 星期五 编辑 于淼 校对 孔媚媚 电话 56568179 Email:zzrbzf@163.com 文 摘

苏东坡到底有多少朋友，怕是谁
也说不清。文人皆有个性，且一些人
还个性十足，一言不合就翻脸，一不
顺眼就划清界限的事儿屡见不鲜。
可苏东坡是例外，他对朋友的取舍标
准就是“求同存异”，所谓“人有片善
便能与之交”。他爱好广泛，庙堂与
江湖对他而言殊途同归。他性格外
向豪爽，有人曾说他面对什么都说不
出的人时就与人说鬼；连说鬼都不想
听的，他也要与人“姑妄言之”。是他
心里没数吗？显然不是。他胸襟开
阔，为人坦荡，且性格奔放，总能看到
他人可取之处，并给人留足面子。

苏东坡人品高洁、爱惜羽毛，但
又不拘小节，交友确有失当与失察
处，这与他信仰庄子学说有关。苏东
坡的朋友圈中既有欧阳修、曾巩、晏
殊、黄庭坚、秦观，也有高俅、章惇及
蔡京，更有米芾、李公麟那种不合群
者。高俅落魄时做过苏东坡的随从，
帮苏东坡誊文章，跟苏东坡学辞赋。
蔡京的父亲蔡准与苏东坡系好友；蔡
京是奸臣，但每提到苏轼名讳都恭敬
有加。

但苏东坡与朱熹和程颐两位大

儒不怎么投缘。朱熹说苏东坡不能
为相，“引得秦少游、黄鲁直一队进
来，坏得更猛”。苏东坡不以为意。
与程颐则因《论语》发生争执：程颐说
《论语》讲“哭则不歌”，苏东坡说《论
语》又没讲“歌则不哭”，让程颐下不
来台。但苏东坡见到程颐依旧尊敬。

那时的文人，个个皆怪杰，他们
因才华而相互吸引，当然，也彼此轻
视。但甭管政治理念与艺术信仰是
否契合，却多数能团结到苏东坡周
围。比如米芾，为人有瑕，且狂放不
羁，不是他瞧不上别人，就是别人看
他别扭。但其书法绘画独步天下，诗
文也属上乘，因其酷爱石头，见到路
边丑石，纳头便拜，口称石兄。苏东
坡到扬州，江南江北数十名士闻讯聚
饮，米芾从数百里外匆匆赶到，只想
当面让苏东坡给他个说法：“世人都
说我米芾癫狂，请苏学士评理。”苏东
坡笑道：“吾从众。”众人哄堂大笑。
倘使换个场合，米芾肯定恼了；只因
苏东坡在座，米芾始终诚惶诚恐。

苏东坡是身体力行突破门户壁
垒的人。他兼容了豪放与婉约，打通
了庙堂与江湖。 摘自《今晚报》

吴宓的“不苟”
游宇明

抗战期间，吴宓应邀到乐山武汉
大学讲学，引起轰动。吴宓是国民政
府教育部部聘教授，这种教授名额很
少，乐山工商界的陕西同乡会非常敬
重这位老乡的学问，决定举行宴会招
待他。席间有人请吴宓讲讲做人的
道理，吴宓说：“我想就是‘不苟’二
字。”

“不苟”，就是为人处事认真、诚
信，一切以客观的是非为是非，不苟
且，不敷衍。它既是吴宓对在乐山做
生意的老乡们的希望，也是他一生的
座右铭。

吴宓一生都在大学里度过，他的
第一身份是老师。从上课的生动形
象和号召力来讲，他赶不上胡适、钱
玄同等人，但他教课的认真态度却是
一般老师无法比的。早年的学生温
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
上的划桨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的
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
抄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

解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
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
不及义。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
可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他
不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
到问题上去。

当初，吴宓从清华学校毕业后，
曾赴弗吉尼亚大学、哈佛大学留学，
回国后就在国内教书。十几年后，又
曾游学西欧，脑子里有很强的规则意
识。某年，吴宓买了三等火车票去宝
鸡访友，车厢里一片乌烟瘴气，而且
没有座位，他只能挤在过道上。其在
铁路做事的妹夫王峻生为其送行，看
到这种情况，立即将他带到二等车厢
的空位上坐下。途中查票，检票员
说，“三等票不能坐二等车厢”，王峻
生出示证件，对方立即认可。但吴宓
再也不肯坐进去，一定要返回三等车
厢。吴宓说：困难之时，更要守法，守
住自己的清白。

摘自《学习时报》
生命，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

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在
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
真的、跃动的抑或沉思的灵魂，
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
浅、或浓或淡的印痕。

很欣赏这样一句话：生命，是
一场虚妄。其实，经年过往，每个
人何尝不是在这场虚妄里跋涉？
在真实的笑里哭着，在真实的哭
里笑着，一笺烟雨，半帘幽梦。

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
急不躁，不温不火，款步有声，舒
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尘
烟几许，浅思淡行。

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

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 温
暖如初。其实，不是不深情，是
曾经情太深；不是不懂爱，是爱
过知酒浓。生活的阡陌中，没有
人改变得了纵横交错的曾经，只
是，在渐行渐远的回望里，那些
痛过的、哭过的，都演绎成了坚
强；那些不忍遗忘的、念念不忘
的，都风干成了风景。

站在岁月之巅放牧心灵，山
一程，水一程，红尘、沧桑、流年、
清欢，一个人的夜晚，我们终于
学会了：于一怀淡泊中，笑望两
个人的白月光。盈一抹领悟，收
藏点点滴滴的快乐，经年流转，
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

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
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
不是吗？

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云帆
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
云淡风轻。有一种经年叫历尽
沧桑，有一种远眺叫含泪微笑，
有一种追求叫浅行静思，有一种
美丽叫淡到极致。

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
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
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
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
盈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
枝头最美的风景。

摘自纳兰诗词微信号

一直以来，许多人都以为中国传
统社会只有“七出”“休妻”，而没有
女方主诉的“离婚”。但实际上，古
代也有离婚，叫作“和离”。从宋代
的文献史料看，“和离”在宋人生活
中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许多女性都
主动提出离婚，这叫“求离”“求去”

“求离婚”。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宗宋朝离婚

案，来自李廌《师友谈记》的记载：
“章元弼顷娶中表陈氏，甚端丽。元
弼貌寝陋，嗜学。初，《眉山集》有雕
本，元弼得之也，观忘寐。陈氏有
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
说为朋友言之，且曰，缘吾读《眉山
集》而致也。”这个章元弼，是苏东坡
的超级粉丝，对苏东坡的作品爱不
释手，结果冷落了美丽的娇妻。本
来章元弼就长得丑，已经让妻子陈
氏很不满意，现在陈氏更受不了了，

便提出了离婚。章元弼说起这件
事，还沾沾自喜，经常跟朋友吹嘘
说：你知道吗？因为我废寝忘食读
苏先生的书，老婆才跟我离的婚。

宋代的法律是承认“和离”的。
《宋刑统》：“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
者，不坐。”议曰：“若夫妻不相安谐，
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
意思是说，夫妇若感情不和，可协议
离婚，法律不干预。

宋朝法律还对妇女主诉离婚的
一部分权利明确提出保护，如规定

“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
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意即
丈夫若没有能力赡养妻子，妻子有
权利离婚。

实际上，一些宋朝女性还会因
为丈夫“包二奶”、丈夫贫病而提起
离婚诉讼，并得到法官的支持。

摘自《看历史》

在俄罗斯世界杯上，冰岛队让
人眼前一亮。这个只有 30多万人
口的北欧国家，被称为“地球上最
像月球的地方”。岛上 1/8面积被
冰川覆盖，有着近 300座火山，自
然资源匮乏，土地不适宜耕种。然
而，这并没有让冰岛人抑郁，反而
激发出“没有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的积极心态。邻近北极圈，冬天好
几个月几乎看不到阳光，人们就把
房子刷得五颜六色，让心情愉悦起
来；户外踢球受到气候条件的限
制，便大规模兴建具有供暖设施的
室内足球场。

冰岛人不仅努力用智慧弥补
自然的贫瘠，也时常身体力行，从
多角度打开生命的广度。冰岛足
球队门将曾是导演，让人感到有些
不可思议。事实上，冰岛拥有多重
职业和身份的人并不在少数。人
们崇尚在生活中“一专多能”，除了
工作，还努力探索个人兴趣的边
界，培养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冰岛
式幸福告诉我们，内心的充盈欢
喜，足以对抗外界的风霜雨雪，这
是提高生命质量的重要一环。

我 们 经 常 会 思 考 幸 福 的 内
涵。在芬兰人看来，“幸福是拥有

自己的夏日小屋和一片马铃薯
地”；在瑞典人眼里，“钱是可以储
存的，但时间不能，你怎么花时间，
决定了你一生的生活质量”；挪威
人觉得，“没有不好的天气，只有不
好的衣服”。不管对幸福怎样定
义，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幸福
的人，都有着既平和又积极的好心
态。不与别人攀比，而是更专注于
个人能力的提升，精神的成长，良
好家庭氛围的培养，久而久之，幸
福自然会循着快乐的节奏来敲
门。

摘自《人民日报》

大油大肉，血管容易堵
人摄入过多营养，多余的脂质等难以排出体

外，聚集在血管里。一方面容易沉积在血管里造成
堵塞，另一方面还会增加血液黏稠度。

吸烟伤血管，十年难恢复
专家表示，对吸烟的人来说，如果维持一定的

吸烟量，10 年后就会出现明显的动脉粥样硬化。
即使戒烟后，也要一定时间后才能完全修复血管内
皮的损伤。

吃太多盐和糖，血管壁变皱
当人吃了过甜过咸的食物后，容易发生高血

压、心脑血管等疾病。
熬夜族，更易伤血管

熬夜时，人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不断分泌肾上
腺素等激素，会造成血管收缩异常，血液流速变慢，
血管表示压力很大。

不运动，垃圾囤积在血管
如果缺乏运动，血液中的废物排不出去，多余

的脂肪、胆固醇、糖分等就会囤积在血液里，使血液
变得浓稠，在血管中形成粥样硬化斑块等不定时炸
弹。

不注意卫生，也可能伤血管
例如，如果不注意口腔卫生，口腔内细菌产生的

有害物质也可能通过溃疡面等，进入全身血液循环，
损伤血管健康。大家千万别以为刷牙事小。

摘自《健康卫生报》

近两年，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黄色卫生纸。厂商宣传黄色卫生纸
无添加、不漂白。

市面上的黄色卫生纸大多分成
三类。第一类是秸秆本色纸，是由稻
草、秸秆、芦苇、杂草等原生态材料加
工制作而成，只不过省去了漂白、加
柔韧剂等工序。纸质并不亲肤，而且
这样做带来的后果不是更天然健康，
反而会造成纸质很硬，农药的残留物
增多，长时间使用对人体有害。

第二类是木浆本色纸，原材料是
木材。木浆本色纸造价高，而且不环
保。有的公司为了制造这种纸，在云
南等地大肆砍伐森林，破坏植被。另
外一些公司为压缩成本，会种植 3年
成树的桉木，由于生长周期过短，致
使质量下降，而且会导致土地贫瘠，
再次耕种会变得比上次更加困难。

最后一类是竹纤维本色纸，目前

被大力推广。这类纸的原材料是竹
子，一方面竹子一年多个季节在生
长，对土地保护更好。另一方面这类
卫生纸在未经漂洗和添加化学试剂
的情况下，对身体无毒副作用，可以
放心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卫生
纸未经过深加工，所以一般硬度较
大，手感可能略差，如果将这类纸扔
进马桶，很可能会造成马桶堵塞。而
且这类卫生纸完全由竹浆制作，成本
也会提高，市面上竹纤维本色纸的价
格是普通卫生纸的两倍还多。

其实，黄色卫生纸很多时候都只
是厂商在造概念。一些无良商家为了
更多的利益很可能只是在售卖秸秆
纸，只不过减少了“漂白”这道工序罢
了，反而成本更低，触感更差。事实
上，即便是白色卫生纸，只要通过了国
家机构的检测，质量上都是过关的，不
会对人体有危害。摘自《中国家庭报》

荷香仍在风中摇曳，紫薇与
凌霄依然在渲染着夏的斑斓，草
色葳蕤依旧，蝉鸣高亢如昨——
盛夏的容颜还是那么的葱茏，立
秋节气就已迈着沉稳、从容的步
伐，从木荫深处款款走来。

农 谚 曰 ：“ 立 秋 之 日 凉 风
至”。一片梧桐叶落，一缕新凉
报秋，爽气西来，清凉在望，仿佛
已有西风自天际飘来，远远的拂
过林梢，拂过汹涌肆虐的热浪；
饱受酷暑折磨的人们，似乎也已
触到了一丝解意的秋凉。

秋色，那是异与春光的另一
种秾艳，另一种炽烈，另一种妩
媚；但又像春天一样充满着想象
力，给人以惊喜和别样的期待。
过不多久，秋风就会捎来五谷的
清香，带来禾谷成熟的讯息和一

季秋韵，将秋色铺满人间，为山
河大地换装……

立秋，也意味着一季收成。
经过了春的涵育，夏的蓬勃，时
光会在这个季节奉献出它最丰
厚、最甘美的馈赠。它记得学子
们的勤学苦读，记得农人们播种
的辛劳，记得每一位耕耘者虔诚
的耕作，也记得他们执着的深情
和朴素的期望。

你听，“吱呀”一声，那扇通
往秋天的大门已闪开了一条缝
隙，从门缝里望去，不远不近的
地方，隐隐约约若隐若现的，是
满眼的缤纷，是累累的秋实——
那应季而开的枫红菊黄，那暗香
浮动的秋节花事和金色稻浪，那
鲜嫩水灵的秋蔬，那香味饱满的
谷豆，那甘甜多汁的瓜果……

季风西来，风光更胜往昔，
不管是眼前的深草萤火、荷香繁
星，还是远方的叠翠流金、橙黄
橘绿；也不管是盛暑的余痕，还
是早秋的新迹，都值得我们细阅
和深品。我们当以明媚、清喜之
心清点季节的芳华，以敬畏、感
恩之心将岁月的深情细数，并将
之揽于胸中，悦纳心底。

光阴荏苒，几番星月斗转，
一年已是过半，我们与夏日的缘
分将尽，而又一程崭新的时光、
又一种新鲜的况味在等待着我
们。我们本是生活虔诚的信徒，
和着时序的律动，让我们抖擞起
来吧，抛却夏日里滋长的懈怠与
慵懒，深情相拥又一季佳期！

摘自国学精粹微信号

想起了石磙，包括碾盘、石磨、
耢石等，现在用处都不大了。不
过，这些都是当年农家不可或缺的
物件。一块大青石很重，打磨成这
些物件，就有用了，就不嫌沉了。

当年，我的任务是把这些收获
后的作物在场中摊匀，并跟在石磙
后面及时地翻动。要想更快、更匀
地碾压，要在石磙尾部系上一块耢
石。耢石也多为青石制成，倒三角
形、顶端有孔，穿绳系在磙框上压
着作物，出籽更快，不过牲口吃力。

再说碾盘。那时候，各村基本
上都有一到两盘，多在村子中间，露

天放或在磨坊里。将大青石打制成
直径两米左右、厚度二十厘米上下
的圆盘，中间有一粗圆孔插碾柱，套
两个磨扇上下放。上面那扇在距离
中心孔洞不远处另凿一孔，俗称“磨
眼”，用来漏粮食。磨扇多用红石头
打磨而成，扇面上刻有凹槽，上下两
扇方向相对。上面的磨扇系上磨
棍、套上缰绳，由驴或骡拉动。

驴和骡性子稳，蒙了眼罩只管
呼呼地转圈，人跟在后面将粮食缓
缓倒入，上磨扇转动、下磨扇不动，
磨槽纹路相互咬合，被粉碎的粮食
就顺着磨扇间的缝隙流出。所要

碾压的粮食多为玉米、黄豆、蚕豆、
红薯干等，一遍不行，就再碾一遍，
如此一遍又一遍，轰轰隆隆、咯咯
吱吱，随着响动越来越小，面也越
来越细。

在整个童年甚至少年时代，石
磙、碾盘、石磨都是可玩的。比赛
推石磙、捉迷藏还有围成一圈趴在
碾盘上写作业，或者学电影里的战
斗情节玩打仗，碾盘、石磙都是最
好不过的掩体了……只是，现在的
石磙、碾盘、石磨、耢石等，已经载
着一段记忆远去，成为乡愁的一节
历史。 摘自《生活周刊》

在文化的孤独和娱乐的狂欢之间，《朗读者》坚
持为文化综艺拓展外延、深化内涵。在这档以“文学
之美”为根基的节目中，众多作家因节目集结发声。

历数从第一季至今伴随节目台前幕后的文学大
家，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有迈出国
门、拥有海外影响力的中国作家，比如荣膺世界科幻
协会“雨果奖”的刘慈欣和斩获英国“笔会奖”的阿
乙，还有从文坛前辈王蒙、钱谷融、余光中，到当今大
家铁凝、贾平凹、李敬泽、冯骥才、余华、梁晓声、毕飞
宇、麦家，再到代表着年轻力量的双雪涛……这些中
国文坛的中流砥柱们在《朗读者》发声，为观众打开
了一片璀璨而广博的文化银河。

第二季《朗读者》在科学领域继续开拓和挖掘。
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量子物理学家薛其坤，以及中
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著名物理学家潘建伟，同为中国

“未来科学大奖”的获得者。原北京大学校长、著名
物理学家陈佳洱，著名数学家杨乐，今年3月刚刚获
得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古脊椎动物学家张
弥曼等科学家，在节目中都与观众分享了他们的故
事。

如果说《朗读者》第一季旨在带领大众亲近文学
之美，第二季则在深度、广度和厚度上进一步延展。
超越传统概念的嘉宾范畴，《朗读者》集结起不可思
议的面孔，努力跳出电视综艺的既有边界，希望和大
众碰撞出同样不可思议的火花。

有这么一个值得分享的现象，《朗读者》第一季
收官后，舆情关注度第一的是老艺术家斯琴高娃，她
用深情的语调朗读贾平凹的《写给母亲》，感动了亿
万观众；排在第二位的是翻译家许渊冲，这位 96岁
高龄的老人用他对文学的执着和对生命的思考，令
观众深受鼓舞和感动。极高的关注度反映了观众对
这一群体的崇高敬意，也证明了观众并非对他们不
感兴趣而是过去认识的机会太少。

第二季节目开播之后，大众鲜有耳闻的清华大
学副校长薛其坤瞬间成了“网红院士”。节目中，他
用两个39分的励志经历，让观众再一次相信所谓天
才不过是比任何人都努力罢了。更为打动人心的一
幕，出现在薛其坤和清华大学物理系众院士隔空朗
读《礼记·大学》，致敬中国物理学的先驱、中国物理
学大师、清华大学物理系创始人叶企孙先生，勉励当
代青年不忘“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的赤子
初心。

《朗读者》的出现，让我们开始反思：做节目，是
不是只能围绕着娱乐明星下功夫、做文章？是不是
一定要坚持“流量为王”？其实是创作者的视野，限
制了作品的想象力。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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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 2008，北京奥运的圣火在
期盼中点燃，中国人圆了百年奥运梦。
十年前的北京奥运惊艳了全世界，让世
界看到一个更开放、更奋进的中国。

十年过去了，2018 年，冬奥会正式
进入“北京时间”，一座城市，两段奥运
情。2022年，更加开放的中国又将带给
世界什么样的惊喜？

当 2008名击缶演员用整齐划一的
动作击打出倒计时的时候，人们呐喊着
跟着倒数，这一刻中国沸腾了。来了！
奥运真的来了！

2008年 8月 8日晚 8时许，这个我
们期待了近百年的时刻，在国人心中永
远定格。那一夜，巨大的焰火脚印沿着
中轴线一步步前进，最终踏进了“鸟
巢”，就像奥运踏进中国；那一夜，光环
照亮了日晷，一幅中国画卷也徐徐展
开，古老的文明在这里与奥林匹克相

遇，等待多时的中国，慷慨而自豪地向
世界展示着自己；那一夜，五星红旗缓
缓升起，全场观众庄严肃穆，一字一句
唱着国歌，不知多少人热泪盈眶；那一
夜，体操王子李宁化身空中飞人点燃了
奥运圣火，成为奥运史上难以被复制和
超越的经典……

一转眼，十年已过去了，但每当我
们重温那时的场景，依旧能感受到那份
悸动。

这是中国关于奥运这场梦的新起：
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提出三问：中国
何时能派一人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
能派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何时能在自
己的国土上举办一届奥运会？

1932 年，中国选手刘长春代表中
国只身参加洛杉矶奥运会。那年我们
回答了第一问；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
国派出一支完整队伍参赛。那年我们

回答了第二问；在 2008年 8月 8日的那
个晚上，我们终于回答了那个空白已久
的第三问！

从提出问题到做出全部回答，这条
路，中国走了整整 100年。尽管一路曲
折坎坷，但中国的脚步从未停歇。2001
年 7月 13日 22时，萨马兰奇拆开信封郑
重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
是——北京！”这个消息迅速传回国内，
人们激动地走上街头，挥舞着双臂，挥
舞着国旗，一时间，绚烂的烟火照亮天
空，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百年来，
国人办奥运的梦，在这一刻圆梦。

在北京申奥成功之际，中国政府曾
庄严承诺：中国人有能力也有信心举办
一届历史上最出色的奥林匹克盛会！
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多亿人口和五十
六个民族的国家，在“舞动的北京”这一
方中国印上，镌刻下对奥林匹克运动的

誓言。事实告诉我们，北京奥运会没有
让我们失望！中国奥运健儿们也没有
让我们失望！

十年前，我们在看台上、在电视机
前，大声地为奥运选手呐喊助威，享受
着这场盛宴。十年后，每当看到运动健
儿在赛场上拼搏，每当看到奥林匹克会
旗飘扬，我们依然会想起那个让人激动
的夏天，我们依然为那一场盛会自豪。

十年际会，风云变幻，中国这两个
字，早已被世界奥林匹克深深铭记。今
日中国之体育，已不仅仅是为了胜利，
而是为了每个人心中的奥运更高，更
快，更强……

十年前，北京奥运是中国人民永难
忘怀的记忆。四年后，冬奥会的圣火，
将再次在这片热土上燃起。

让我们共同期待，2022年北京冬奥
会，步履坚定，再出发！ 摘自新华网

一座城市两段奥运情 2022再出发


